
一切改变，从自身开始
———读《不抱怨的世界》有感

物流推进部 张腾莉

莫被狂傲吞噬了优秀
电池制造部 郭凡煜

一年内连夺三项世界冠军且年仅 18 岁的围棋选手诺维斯基袁不仅
成绩辉煌袁其鲜明的个性也受到人们的关注遥 在决赛前夕袁诺维斯基并
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袁甚至直言对手只有 5%的胜算袁认为对手作为一代
传奇野该谢幕了冶遥 面对诺维斯基的态度袁其父母认为孩子需要自己去思
考并做出选择袁作为家长要适时的放手遥 但在我看来袁优秀固然是狂傲
的资本袁但如果过于傲慢袁恐怕再优秀也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遥

俗话说得好院野谦虚使人进步袁骄傲使人落后遥 冶只看满清王朝便可
知袁因为谦虚学习中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改革而出现的康乾盛世袁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袁此时繁荣昌盛的清王朝竟是野落日的余辉冶袁辉
煌的政治功绩使统治者心生骄傲袁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尧文字狱等冤假
错案袁使清王朝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潮流袁最后落得被侵略的铁蹄所
践踏的悲惨结局曰英勇善战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袁以野不愿当将
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冶为信念袁谦虚学习从而一步一步登上帝位袁创立了
辉煌的帝国袁最后却因骄傲而惨败滑铁卢袁逐渐的他失去了帝王之威和
国家之权曰而天才童子方仲永袁因为先天过人的才赋而受到众人的认可袁
但其贪图利益的父亲和自己的骄傲最终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袁也因不
重视后天教育而使仲永才华耗尽袁也就有了传世的野伤仲永冶遥

太多的事例都在告诉我们袁当你站在优秀的最高点时袁惟有谦虚能
够帮助你站得更稳尧望得更远尧想的更透遥 谦虚是一座灯塔袁为迷航的轮
船指引出方向曰谦虚是一支降温剂袁消退高傲膨胀的心怀曰谦虚是一袭话
语袁温暖了人心袁触动了人情遥 胸有成竹固然好袁但也易因过分自信而骄
从中来曰才高八斗固然好袁但也易因才华横溢而持才傲物曰文韬武略固然
强袁但也易因刚愎自用而骄横跋扈遥 谦虚的人袁才能在这一个个浪潮中全
身而退袁顺水行舟袁最终取得成功袁登上人生巅峰遥

一 次偶 然 的 机 会 读 了
W窑利文斯顿? 拉尼德的经典
之作叶爸爸忘记了曳袁作者以父
亲的身份站在孩子的立场去
理解孩子幼稚的行为袁从而审
视自己对孩子过高的期待和要求袁 最终真诚的写下了这篇
短文袁既是反省自己也是对孩子表达歉意遥

都说世界上有两件最难的事袁一是袁把自己的思想装进
别人的脑袋袁二是袁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遥 新闻也经
常报道医闹尧城管驱赶摊贩等各种各样的纠纷袁这些都说明
着同一个道理袁要做到理解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真的是世界上
最难的事之一袁也是一件需要大智慧的事情遥 就拿医生尽力
挽救病危病人的生命袁最终却没能救活而引起的医闹这类事

来说袁大部分人都会站在
病人家属这一方袁因为大
家都能理解家属的心情袁
医生也能做到换位思考袁
所以也会忍受病人家属的

无理取闹遥 但病人家属中如果没有从事过医生职业的人袁那
么他们对医生的工作内容尧工作职责等必定是一无所知的袁
也就无法做到换位思考袁也就不能理解医生因无法挽救一条
生命而内心深深的自责袁所以袁才会有医闹事件的发生遥

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袁我认为首先就要去了解其
方方面面的基本信息袁才能包容它所造成的结果遥 所以说袁
理解是种大智慧袁正如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句名言院野伟人的
伟大之处袁从他对待小人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遥 冶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发生的老虎
伤人事件令我不禁联想到去年的八
达岭野生动物园野兽伤人事件袁这两
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袁那就是它们的
起因袁皆是因为游客未按照园方规定
而行事袁最终酿成惨剧遥

相对于宁波动物园事件袁 八达岭事件倒令我更有感触遥
其实在这起事件中袁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后果袁是因为游客违
反了园方规定袁在野兽区私自下车遥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园方无
法及时采取急救措施也是可以谅解的遥 这起事件发生后袁众
人有众人的看法袁各方观点也各不相同袁但我认为袁在纷杂的
口水战中袁客观冷静地剖析事件袁避免他人重蹈覆辙才是此
刻最该讨论的遥同时袁这起事件也告诉我们袁规则是需要我们

去遵守的袁明知不可违还偏要一意孤
行袁必将承受不可想象的后果遥 此类
事件不只是我国时有发生袁美国就有
一名女子因违反规定袁在无工作人员
陪同的情况下袁独自走向鳄鱼栖息地袁

而后被鳄鱼无情的拖下水袁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遥
规则就像一道屏障袁当你冒险踏过去袁就应意识到已身

处险境袁小则受伤袁大则丧命遥 小至家规袁大到国法袁规则是需
要人们去遵守的袁但人们在享受规则带来安全感的同时却不
喜欢规则的束缚袁也许我们不能给规则下一个好或坏的最终
定义袁但无论你是选择做一个无拘无束的人袁还是做一个循
规蹈矩的人袁你都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遥 做一个对自己袁
对他人负责的人袁我们的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遥

最近拜读了美国心灵导师威尔? 鲍温的作
品要要要叶不抱怨的世界曳袁未曾想到袁感触颇深遥

野抱怨冶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情绪遥 对
天灾人祸的抱怨袁对贫富差距尧生活际遇尧工作
不顺尧 感情不合等等多方面的抱怨充斥在人们
的生活之中遥 就算对于相对豁达的人来说袁其实
也往往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抱怨袁 甚至不为自
己所知道袁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抱怨袁这也同样一
定程度的影响和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遥 在
书中袁威尔?鲍温说院野我们之所以会抱怨袁就和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理由一样院 我们觉察到抱怨
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袁 或至少不觉得这样做会带
来什么坏处遥 冶

在一次干部考评会中袁张总在会上提出了一
个工作理念要要要承接目标不动摇袁 资源缺失不
抱怨袁遇到困难不退却遥 野不抱怨冶也位列其中袁
而这正是在警醒我们袁 抱怨的情绪是否已经悄
然在日常工作和岗位中蔓延钥 我们的工作热情
是否受到了影响钥 工作沟通中的不畅袁项目推进
不顺利袁人员思想不稳定是不是皆源自抱怨钥 我
们要如何调整自己钥 我开始了深深的思考袁我想

任何的理念都是野死冶的袁只有在工作中真正运
用起来才是野活冶的遥 所以袁如何避免我们在工作
和生活中产生抱怨的心理呢钥 通过这次阅读袁我
想我有了答案院一切改变袁从自身开始遥

首先袁做一个胸襟宽广的人遥 威尔?鲍温在书
中指出院野抱怨是在讲述你不要的东西袁 而不是
你要的东西遥 抱怨会影响人际关系袁是最消耗能
量的无益运动遥 冶要想改变一个人袁就要改变自
己对他的看法遥 物流推进部作为公司一个承上
启下的服务部门袁 很多工作的推进并不是一帆
风顺袁 或多或少地总会引起其他部门或人员的
抱怨袁如果我们撂担子或停止跟进袁甚至恶语相
向袁损害的最终还是公司的利益遥 遇到困难不退

却袁放宽心胸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稀释他人的
抱怨袁要相信袁你对别人的态度袁决定了别人对
你的态度遥

其次袁做一个有素养的人遥 在工作和生活中袁
我们会观察别人的行为袁 并且赋予这种行为一
定的意义和评价遥 素养的高低袁决定了这种意义
和评价是积极还是消极袁素养高的人袁对别人的
评价总是积极向上的袁 会把别人的成绩列为自
己学习的榜样和目标袁 对别人的援手总是心存
感恩曰而素养低的人袁则会以一种嫉妒尧排斥的
心理看待比自己过得好或成就高的人袁 面对比
自己差的人则抱以幸灾乐祸尧 落井下石的心态
和嘴脸袁殊不知最后影响的袁还是自己在他人眼

中的形象遥
最后袁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遥 物流推进部的

各项工作袁并不像其他部门的工作袁稍加改善袁
就能看得到效果尧取得了成绩尧让人工作更加有
干劲遥 在这个部门工作袁更多的时候是靠毅力和
耐心来坚持的袁细水长流中方见成效袁很多新员
工不了解或是吃不了这种苦袁对现状不满意袁没
做多久就选择了离职遥 有些人虽然留下了袁但在
工作中毫无进取心袁总是充满抱怨和不满袁态度
消极袁给别人的工作和思想带来负能量袁而这类
人的结局往往被公司辞退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袁对于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袁不管在任
何岗位都能发光发热尧任劳任怨尧淡泊名利尧忠
于职守尧高度负责的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袁结局
往往是被重用袁委以重任袁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遥

抱怨对于解决问题是不会取到什么积极作
用的袁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袁人际关系更
加难以相处遥 停止抱怨袁用积极乐观地心态从容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袁 你将发现袁 生活给予的惊
喜袁将源源不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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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举重 62 公斤级决赛袁我国一位选手
本是此项目最有力的争夺者袁 但因出现抽筋这一意
外状况袁他选择了弃权袁退出了此赛遥读此新闻袁在为
该选手感到遗憾的同时袁 更为他能做出退出此赛的
决定感到欣慰遥

有时候袁放手也是一种风采遥可能有人觉得抽筋
这种小事袁谁没有过呀袁这样就不比赛了袁不懂坚持袁
没有拼搏的精神袁给祖国丢脸遥是的袁抽筋是小事袁但
您抽着筋给我举着百斤杠铃别喘气看看钥 金牌本是
囊中之物袁唾手可得袁结果却飞了袁选手难道不伤心
吗钥但放手袁绝对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遥比起硬扛尧强撑
着完成比赛的结果可能是留下无可挽回的病痛遥 暂
时的隐忍更需要勇气袁 十年磨一剑袁 这次输在了运
气袁下次用更强的实力赢回比赛遥

命里有时终有袁命里无时不求袁赛出自我袁赛出风
采袁让运动健儿带伤坚持绝不是奥运精神袁坚持过袁奋
斗过就是最好遥 我们身为看客袁能做的不过是为他们
喝彩袁为他鼓掌袁期待该选手四年之后再创佳绩遥

看的太重袁 有时也不是一件好事袁 学会适时放
手袁才能看见别样风景遥国外著名的走钢丝表演艺术
家华伦达名气大尧实力足尧表演场次多袁赢得无数人
的掌声袁却在最后一场表演中袁因为过于看重该次表
演袁发挥失常袁一次失足袁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遥作
为一名大师袁 难道表演之前他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状
态吗钥自然是知道的袁可他没有勇气放手拒绝这次表
演袁他带着杂念走上了舞台袁却为自己拉下了生命的
帷幕遥

如果袁 这次他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再行演出
结果就是不一样的遥放手袁绝不是退缩曰放手袁是为了
下一次更有力的抓紧曰放手袁是一种勇气遥荣耀象征袁
得之尧我幸袁失之尧我命遥 放手袁也是一种风采遥

放手，也是一种风采
电池制造部 张世荣

苏轼的野横看成岭侧成峰袁远近高低各不同遥 冶告
诉我们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庐山袁庐山便呈现出不同
的形态与风貌袁给人无穷惊喜遥 其实不光是山袁我们周
围的事物也有多面性袁例如院乘坐缆车遥 有人认为它太
快尧太晃尧太高袁令人提心吊胆袁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
享受袁是非常刺激的一项游览方式遥 缆车的两面性袁举
一反三我们会发现袁 这类的两面性其实是普遍存在
的袁与其抱怨它的负面影响袁不如我们换个角度去看
看袁说不定也是别有乐趣遥

著名 NBA 球员迈克尔? 乔丹早期在球场上靠着
突出的个人能力积极的自我表现袁是一个典型的个人
英雄主义球员袁每场比赛都有不赖的得分袁但离总冠
军始终差那么一点袁直到他遇到了菲尔?杰克逊遥 他细
心教导乔丹做出改变袁 令他开始专注与团队配合袁利
用自己突出的个人能力为队友创造出更好的得分机
会袁从此著名的三角进攻模式被创造出来了遥 公牛队
和后来利用此打法的湖人队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
三连冠王朝遥 面对乔丹突出的个人能力袁杰克逊教练
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运用袁 取得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袁他
成就了乔丹也成就了自己遥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袁许多中小学生沉迷在网络游
戏的刺激中袁学习压力的释放令他们噬网成瘾袁从而
导致了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袁 许多家长都为此担忧不
已遥 其实对于网络袁我们不用全盘否定袁举个例子袁一
位六岁的小男孩在一年前被人贩子拐卖了袁腿也被打
断了袁沿街乞讨袁一位网友看到后传到了网上袁经过大
量的转载袁照片被他的母亲看到并辨认出来遥 因为网
络的便捷与快速袁 小朋友最终被解救出来与家人重
聚袁也真是因为网络袁更多的拐卖儿童被大家发现尧解
救袁更多的公益活动被不断传播遥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便利了袁我们获取得信息更加庞大袁善用网络才是
摆脱野网瘾冶的根本袁在娱乐的同时袁也应看到网络的
其他面遥

事物都是多面的袁当面临困难时袁与其无穷的埋
怨袁不如换个角度去看看遥 正如汪国真先生所说袁野心
晴的时候袁晴也是雨曰心雨的时候袁雨也是晴遥 冶学着换
个角度去看世界袁其实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很美好遥

不如换个角度
工艺技术部 邢兵根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说院野玫瑰就是玫瑰袁莲花是莲花袁只要去看袁不要
比较遥 冶想想确实如此袁玫瑰与莲花是两种不同的花袁各有各的美袁怎能放
在一起比较呢钥人也是如此袁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袁有不同的想
法袁正确的比较才可保持心中那份最初的野真我冶遥

漫画中经常画着家长拿着考卷相互比较自家孩子袁比输了就对着孩
子各种骂遥 但家长是否想过孩子内心的冲击会有多大袁这样比较只会大
大降低他们的自信遥 因为家长相互攀比孩子而酿成的悲剧不绝于耳遥 反
思这些悲剧造成的原因就是比较袁熟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袁家长们望子成
龙尧望女成凤的心理袁都是可以理解的袁但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去进行这样
的无意义比较遥 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比较可以明确自己的优劣高低袁但
我却想说院靠着别人才能确立自己目标的人是没有用的遥 换一个比较的
对象难道也要换一个目标吗钥所以袁跟自己比才是最有效的方式遥自己设
定目标袁不断打败自己袁超越自己袁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袁终有会惊叹自
己的成长与进步遥自己与自己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袁就是自信遥每当自
己设定的目标达成了一小步时袁便会产生大大的成就感尧满足感遥而当完
成一个目标时袁自律与自信也是收获的巨大财富遥

滴水石穿袁不是因为力量大袁而是因为功夫深遥 只要下够功夫袁没有
什么是实现不了的遥不要在意旁人怎么说袁只要做好自己袁朝着一个目标
去拼搏尧奋斗遥 目标不仅仅只是目标袁它是我们前进的灯塔袁给我们指引
着正确的方向袁是我们前进的钟声袁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自我较量
组件制造部 朱冬香

冬去春来袁阳光明媚袁周末最惬意
的就是在家悠闲的晒着春阳袁 静静读
书遥 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袁没有
谁生来就是一个完人袁 读书可以让我
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袁 避免在
人生路上走许多弯路遥 最近一直在看
关于曾国藩的书籍袁 每每品读都让我
有很大的收获遥

细看曾国藩的一生袁 三十岁之前
他也是一身毛病袁 三十岁之后他选择
修身袁 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晚清一
代名臣袁 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遥 曾国
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袁 有人讥
笑他无一专长袁但他说院野孔子必用墨
子袁墨子必用孔子遥 不相用袁不足为孔
墨遥 冶所以袁他不讲过高之理袁只以野实
事求是冶为宗旨袁其实这是一个解缚的
过程遥 在三十岁之前袁 曾国藩也和许

多普通年轻人一样袁 有着各种各样的
缺点袁 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年轻人的通
病要要要心性浮躁袁坐不住遥和现在许多
年轻人一样他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社
交上袁认真读书的时间太少袁有时间读
书心也静不下来再就是为人傲慢袁修
养不佳遥 现在许多年轻人特别是毕业
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眼高手低袁 最后的
局面就是高不成低不就遥 但是曾国藩
有两项优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院第一袁
立志高远袁这一志向袁驱动他一生不在
小诱惑尧小目标面前止步遥促使他在多
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袁 不退缩遥 第
二袁坚韧不拔的意志袁为目标不懈努力
奋斗遥 曾国藩每日坚持写日记改正自
己的缺点袁真正做到了每日吾省三身遥
他给后人带来的最大意义不仅仅是他
对中国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袁 更在于他

通过自我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给后世带
来的深远教育意义袁 给我们留下了诸
如叶冰鉴曳叶曾国藩家书曳等传世之作遥

我曾经是个抱怨很多的愤青袁容
易经常陷入抱怨之中遥 但经过几年的
工作历练袁使我有所转变袁因为我知道
抱怨是最无济于事的袁 世界上永远有
不完美的事情袁永远有麻烦袁唯一的解
决之道是面对它尧解决它遥 做实实在在
的事情袁改变我们不满的现状袁改变我
们不满的自己遥 野以爱妻子之心事亲袁
则无往而不孝遥 以责人之心责己袁则寡
过遥以恕己之心恕人袁则全交遥 冶人的一
生袁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袁不仅
需要立志高远袁 同样需要付出孜孜不
倦的努力袁不能着急袁也不可懈怠遥 愿
所有人都能野孔墨相用冶自我完善袁让
自己的人生真正开花结果遥

孔墨相用
国际商务部 林腾

雨连绵，叶落路弥漫，思往同游人，今夕何处在。

恰逢又新年，欲相见，何处往？天涯两相望。

别 情
质量部 张亮

玉猴飘去金鸡至袁辞旧迎新踏春来遥

瑞晶已写辉煌史袁瑞安又描锦绘图遥

全员齐心再创新袁图志蹬峰光伏顶遥

他日必成千秋业袁夸父逐日岂神话遥

金鸡迎瑞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理解是种大智慧
技术研发中心 杜 灵

规则的双刃
电池制造部 熊文龙

日日踏春浑坐此，人间无醉奈渠何。


